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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1〕117号 

 

 

各学校： 

近日，市教体局组织督导考评小组对全市各学校校本研修工

作进行了全面督导考评。根据《江油市学校“一标三维”校本研

修考核评价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经研究，现将督导考评结果

进行公布，并对各学校 2020－2021 年度校本研修进行教师考核

和学时认定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考核原则 

（一）规范与激励相结合。通过校本研修的规范管理，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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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探索出适合学校特色发展及区域统筹管理的“三维一体”校

本研修模式；通过学校自主切准教育教学实际问题，激励引导教

师全员参与，取得研修实效。 

（二）市级考核与学校考核相结合。考核分市级和校级两个

层面，各自承担管理职责，客观公正考核评价学校及教师个人校

本研修工作。对学校考核等级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目标，对教师个

人考核等级纳入规范学时认定。 

二、考核办法 

（一）市级考核评价 

1.考评内容。 

市级校本研修督导考评小组到各学校实地开展“一标三维”

督导评估工作时掌握的情况。 

2.考评标准。 

根据校本研修督导考评小组学年度两次考核的平均分，按照

3:5:2的比例，形成对学校评价的一、二、三等级，等级评价结果

纳入当年年终对学校的绩效考评。一等评价学校的教师最高计 20

个规范学时；二等最高计 16个规范学时；三等最高计 10个规范

学时。 

3.考评结果。 

对各校 2020－2021学年度“一标三维”校本研修督导考评结

果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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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对教师个人综合考核 

1.考评内容。 

学校根据“一标三维”校本研修实施方案，对每位教师学年

度参与各项研修活动的完成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价。 

2.考评标准。 

学校根据教师学年度参与校本研修活动完成的质量，在市级

评价的等级（见附件 1）对应的学时范围内，学校对参与校本研

修的所有教师评定三个考核等级，一等计市级考核的等级对应的

最高学时；二等计市级考核的等级对应的最高学时减 3-7学时；

三等计市级考核的等级对应的最高学时减 7-10 学时。不按学校

要求参加校本研修的教师，其“一标三维”校本研修的规范学时

计 0学时。 

3.考评要求。 

各校校长担任校本研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于 7月 7日前完

成 2020－2021学年度全校教师的研修考评工作，并将《学校对教

师校本研修考核评价结果表》（附件 2），在学校公示栏公示 2天。 

三、校本研修考评学时汇总与登记 

7月 12日前，各学校校本研修管理员将公示的照片和《2020

－2021学年度教师校本研修规范学时登记表》（附件 3），发送到

市校本研修管理员严建华老师处（邮箱：81250601@qq.com,联系

电话：660223）。经市级校本研修领导小组审核后，市继教办统一

登记规范学时并上传绵阳审批。学校如果不按本通知要求开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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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考核评价，则不予登记和上传本学年度的校本研修规范学时。 

 

附件:1.2020-2021学年度一标三维校本研修督导考评结果 

2.学校对教师校本研修考核评价结果表 

3.2020－2021学年度教师校本研修规范学时登记表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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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类别 学校 学年度等级 

1 高职中组 太白中学 一等 

2 高职中组 江油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一等 

3 高职中组 江油中学 一等 

4 高职中组 江油一中 一等 

5 高职中组 江油职中 二等 

1 初中组 江油实验学校 一等 

2 初中组 彰明中学 一等 

3 初中组 华丰初中 一等 

4 初中组 双河初中 一等 

5 初中组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一等 

6 初中组 材料所子弟校 二等 

7 初中组 新安初中 二等 

8 初中组 花园路初中 二等 

9 初中组 小溪坝初中 二等 

10 初中组 武都初中 二等 

11 初中组 青莲初中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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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校 学年度等级 

12 初中组 永胜初中 二等 

13 初中组 雁门初中 二等 

14 初中组 明镜中学 三等 

15 初中组 厚坝初中 三等 

1 一贯制学校组 中原爱心学校 一等 

2 一贯制学校组 长城实验学校 一等 

3 一贯制学校组 太平镇学校 二等 

4 一贯制学校组 含增学校 三等 

1 小学组 诗城小学 一等 

2 小学组 诗城小学南校区 一等 

3 小学组 厚坝小学 一等 

4 小学组 胜利街小学 一等 

5 小学组 花园小学 一等 

6 小学组 新安小学 一等 

7 小学组 文化街小学 一等 

8 小学组 世纪奥桥小学 一等 

9 小学组 太白小学 一等 

10 小学组 江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一等 

11 小学组 坚勇五一二实验学校 一等 

12 小学组 雁门小学 二等 

13 小学组 米其林特教校 二等 

14 小学组 马角小学 二等 

15 小学组 文胜小学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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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校 学年度等级 

16 小学组 河口小学 二等 

17 小学组 二郎庙小学 二等 

18 小学组 大堰小学 二等 

19 小学组 贯山小学 二等 

20 小学组 双河小学 二等 

21 小学组 铜星小学 二等 

22 小学组 小溪坝小学 二等 

23 小学组 西屏小学 二等 

24 小学组 永胜小学 二等 

25 小学组 新春小学 二等 

26 小学组 东安小学 二等 

27 小学组 战旗小学 二等 

28 小学组 建设路小学 二等 

29 小学组 阳亭小学 二等 

30 小学组 龙凤小学 二等 

31 小学组 高新区实验小学 二等 

32 小学组 东兴小学 二等 

33 小学组 青莲小学 二等 

34 小学组 逸夫小学 二等 

35 小学组 彰明小学 二等 

36 小学组 八一小学 二等 

37 小学组 太平二小 二等 

38 小学组 太平三小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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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学校 学年度等级 

39 小学组 大康小学 二等 

40 小学组 敬元小学 三等 

41 小学组 枫顺小学 三等 

42 小学组 重华小学 三等 

43 小学组 重兴小学 三等 

44 小学组 义新小学 三等 

45 小学组 方水小学 三等 

46 小学组 九岭小学 三等 

47 小学组 云集小学 三等 

48 小学组 香水小学 三等 

49 小学组 新兴小学 三等 

1 幼儿园组 人民街幼儿园 一等 

2 幼儿园组 东方红幼儿园 一等 

3 幼儿园组 城东幼儿园 二等 

4 幼儿园组 武都幼儿园 二等 

5 幼儿园组 太白幼儿园 二等 

6 幼儿园组 城西幼儿园 二等 

7 幼儿园组 天宝街幼儿园 三等 

备注：一等 24所，占比 30%；二等 42所，占比 53%；三等 14所，占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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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盖章）           校长签字           填报人 

考核

等级 

人

数 
具体教师姓名 考核学时数 

考核评价 

（100字内） 

一等     

二等     

三等     

备注： 

1.一等计市级考核的等级对应的最高学时；二等计市级考核的等级对应的最高学

时减 3-7学时；三等计市级考核的等级对应的最高学时减 7-10学时 

2.填报数据时请在市教育发展中心网站下载电子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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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

号 
身份证号 姓名 单位 

拟登 

学时数 

市级对学校考核结果 学校对教师考核结果 
备注 

等级 学时数 等级 学时数 

1          

2          

3          

4          

5          

 

特别说明： 

1.此表仅为样表，填表时请在市教育发展中心网站下载专用电子表。 

2.身份证录入时，可以选择性粘贴为“文本数字”，或手工输入。若正确则会自动

生成姓名及单位，若未出现姓名及单位，请检查身份证无误后在备注栏里填写姓名。 

3.若单位名称不正确，由市教育发展中心统一修正。 

 

 

抄报：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 7月 5日印发 


